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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18-2023年中国有色金属矿采选业行业市场发展现状调研与投资趋势前

景分析报告》介绍了有色金属矿采选业行业相关概述、中国有色金属矿采选业产业运行环境

、分析了中国有色金属矿采选业行业的现状、中国有色金属矿采选业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有色金属矿采选业产业发展前景与

投资预测。您若想对有色金属矿采选业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有色金属矿采选业行

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有色金属：[Metallurgy]non-ferrous metal，狭义的有色金属又称非铁金属，是铁、锰、铬以

外的所有金属的统称。广义的有色金属还包括有色合金。有色合金是以一种有色金属为基体

（通常大于50%），加入一种或几种其他元素而构成的合金。

 

            有色金属是指铁、铬、锰三种金属以外的所有金属。中国在1958年将铁、铬、锰列入黑

色金属；并将铁、铬、锰以外的64种金属列入有色金属。这64种有色金属包括：铝         、镁

、钾、钠、钙、锶、钡、铜、铅、锌、锡、钴、镍、锑、汞、镉、铋、金、银、铂、钌、铑

、钯、锇、铱、铍、锂、铷、铯、钛、锆、铪、钒、铌、钽、钨、钼、镓、铟、铊、锗、铼

、镧、铈、镨、钕、钐、铕、钆、铽、镝、钬、铒、铥、镱、镥、钪、钇、钍。

 

    据博思数据发布的《2018-2023年中国有色金属矿采选业行业市场发展现状调研与投资趋势

前景分析报告》表明：2018年上半年我国有色金属产量达2684.6万吨，累计增长3.1%。       指

标   2018年6月   2018年5月   2018年4月   2018年3月   2018年2月       十种有色金属产量_当期值(万

吨)   461.5   455.3   453.9   455.4   　       十种有色金属产量_累计值(万吨)   2684.6   2220.4   1783.7  

1338.5   885.7       十种有色金属产量_同比增长(%)   1.9   4.3   3.1   3   　       十种有色金属产量_累

计增长(%)   3.1   3.2   2.3   2.4   1.9

第一章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行业概述

 　　第一节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相关概念

　　　　一、有色金属矿采选业定义

　　　　二、有色金属矿采选业的性质

　　　　三、有色金属矿采选业的分类

　　第二节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的用途

　　　　一、有色金属矿采选业生产方法



　　　　二、有色金属矿采选业产品性能

　　　　三、有色金属矿采选业产品用途

　　第三节 产业链概述

　　　　一、产业链模型介绍

　　　　二、有色金属矿采选业产业链模型分析 

第二章 2013-2018年中国有色金属矿采选业所属行业运行环境分析

 　　第一节 2013-2018年中国有色金属矿采选业所属行业经济环境分析

　　　　一、中国GDP分析

　　　　二、工业发展形势分析

　　　　三、人民币汇率变化

　　　　四、固定资产投资

　　　　五、进出口贸易

　　第二节 2013-2018年中国有色金属矿采选业行业政策环境分析

 　　第三节 2013-2018年中国有色金属矿采选业行业政策影响分析

 第三章 2013-2018年有色金属矿采选业所属行业市场运行分析

 　　第一节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行业市场发展基本情况

　　　　一、市场发展现状分析

　　　　二、市场特点分析

　　　　三、市场技术发展状况

　　第二节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所属行业市场工业总产值分析

　　　　一、2013-2018年市场工业总产值分析

　　　　二、2013-2018年不同规模企业工业总产值分析

　　　　三、2013-2018年不同所有制企业工业总产值比较

　　　　四、2013-2018年行业市场工业总产值地区分布

　　第三节 行业市场产品供需分析

　　　　一、2013-2018年行业供给情况分析

　　　　二、2013-2018年行业需求情况分析

　　第四节 行业市场产品价格分析

　　　　一、2013-2018年市场产品价格走势

　　　　二、市场产品价格趋势 

第四章 中国有色金属矿采选业行业生产分析

 　　第一节 2013-2018年有色金属矿采选业行业产能规模分析



 　　第二节 2013-2018年有色金属矿采选业行业产量分析

 　　第三节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产业地区分布情况

 　　第四节 未来几年有色金属矿采选业行业产量变化趋势

 第五章 2013-2018年有色金属矿采选业所属行业经济运行分析

 　　第一节 行业生产状况分析

　　　　一、行业企业数量分析

　　　　二、行业从业人数分析

　　　　三、行业工业总产值分析

　　　　四、行业主要产品生产统计分析

　　第二节 行业销售状况分析

　　　　一、行业销售收入分析

　　　　二、行业产品销售集中度分析

　　　　三、行业产品销售成本分析

　　第三节 行业进出口状况分析

　　　　一、2013-2018年行业出口统计

　　　　二、2013-2018年行业进口统计

　　第四节 行业存在问题及发展限制

　　　　一、行业存在的问题 

　　　　二、行业主要制约因素

　　　　三、行业基本应对策略分析 

第六章 中国有色金属矿采选业所属行业产品价格分析

 　　第一节 2018年中国有色金属矿采选业所属行业产品平均价格回顾

 　　第二节 2018-2025年有色金属矿采选业产品价格预测

 　　第三节 中国有色金属矿采选业价格影响因行业素分析

 第七章 2013-2018年有色金属矿采选业所属行业地区销售分析

 　　第一节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所属行业各地区对比销售分析

 　　第二节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所属行业华东地区销售分析

　　　　一、规格销售分析

　　　　二、厂家销售分析

　　第三节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中南地区销售分析

　　　　一、规格销售分析

　　　　二、厂家销售分析



　　第四节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所属行业华北地区销售分析

　　　　一、规格销售分析

　　　　二、厂家销售分析

　　第五节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所属行业东北地区销售分析

　　　　一、规格销售分析  

　　　　二、厂家销售分析 

第八章 2013-2018年中国有色金属矿采选业行业竞争格局分析

 　　第一节 2013-2018年中国有色金属矿采选业行业竞争格局分析

　　　　一、有色金属矿采选业行业集中度分析

　　　　二、有色金属矿采选业市场竞争程度分析

　　第二节 2013-2018年中国有色金属矿采选业行业竞争力分析分析

　　　　一、产品价位竞争

　　　　二、产品质量竞争

　　　　三、产品技术竞争

　　第三节 2013-2018年中国有色金属矿采选业行业竞争策略分析

 第九章 国内有色金属矿采选业行业重点生产厂家分析

 　　第一节 辰州矿业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第二节 西部资源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第三节 金岭矿业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第四节 中金岭南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第五节 中色股份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第十章 2018-2025年有色金属矿采选业行业发展趋势及投资前景分析

 　　第一节 当前有色金属矿采选业行业存在的问题

 　　第二节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行业未来发展预测分析

　　　　一、中国有色金属矿采选业行业发展方向分析

　　　　二、2018-2025年中国有色金属矿采选业行业发展规模预测

　　　　三、2018-2025年中国有色金属矿采选业行业投资发展趋势预测

　　第三节 2018-2025年中国有色金属矿采选业行业投资前景分析

　　　　一、市场竞争风险

　　　　二、原材料压力风险分析

　　　　三、技术风险分析

　　　　四、政策和体制风险

　　　　五、外资进入退出风险 

第十一章 2018年有色金属矿采选业行业项目投资建议

 　　第一节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行业技术应用注意事项

 　　第二节 项目投资注意事项

 　　第三节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行业生产开发注意事项

 　　第四节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行业销售注意事项

 　　第五节 有色金属采选行业在建项目

 第十二章 2018-2025年中国有色金属矿采选业行业发展预测分析

 　　第一节 2018-2025年国内有色金属矿采选业产业宏观预测

 　　第二节 2018-2025年中国有色金属矿采选业市场趋势分析

 　　第三节 2018-2025年中国有色金属矿采选业市场发展空间分析

 　　第四节 2018-2025年中国有色金属矿采选业市场战略



　　　　一、战略综合规划

　　　　二、技术开发战略

　　　　三、业务组合战略

　　　　四、区域战略规划

　　　　五、产业战略规划

　　　　六、营销品牌战略

　　　　七、竞争战略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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